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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NEWS

新 闻 瞭 望 台
尼泊尔将签发“第三性别”身份证

美联社1月22日报道，尼泊尔内政
部官员日前称，尼政府将向那些不愿
意被界定为男性或女性的人签发“第
三性别”身份证，相关命令已下发到
各地区政府。尼泊尔相关群体对政府
的决定表示欢迎，称这是一项有利于
同性恋者和变性人权利的成就，将使
少数性别人群的生活变得容易一些。 
日本“购买”钓鱼岛捐款受理即将结束

NHK报道，日本东京都方面1月
21日下午表示，为“购买”钓鱼岛所
募集的约15亿日元捐款目前将作为都
政府基金储备，并将向于下月召开的
都议会提交相关提案。捐款款项中，
除掉去年9月东京都组织的“实地调
查”所花费的8000万日元经费，剩余
的14多亿日元将暂时作为政府基金储
备。作为基金储备的相关款项，东京
都方面计划向下月举行的都议会提交
相关提案。相应地，捐款受理工作预
计将于本月31日结束。围绕捐款，迄
今有160多条意见表示，因为此前捐款
以东京都“购岛”为前提，希望相关
方面返还捐款。然而东京都表示，此
前已表明募捐款项将灵活运用于钓鱼
岛，因此将不予返还。
李明博和朴槿惠将于2月25日交接韩国
总统权力

韩联社1月21日报道，韩国法律
规定，现总统李明博和候任总统朴槿
惠在首尔时间25日零时交接权力。但
有观点称就任仪式要上午11时举行，
中间就出现了“权力空白”。若遇紧
急，会陷入棘手处境。因此有人建议
重新调整交接时间，如美国将总统就
任仪式定在1月20日中午。 
曼德拉肖像拍卖创南非纪录

20日，在南非非国大一个筹款拍
卖会上，前总统曼德拉一幅肖像以370
万兰特（约合42万美元）价格拍出，
创造了南非在世画家作品在国内拍卖
纪录。带走这幅肖像的是南非矿业部
长，而幕后买主是一名矿业大亨。据
悉共有12个非国大领袖的肖像已拍卖
或将拍卖。
格鲁吉亚千人示威要求总统下台

超过1000名格鲁吉亚人20日在
总统官邸外示威，要求总统萨卡什维
利下台。统一运动领袖沙石亚什维利
称，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五年，而萨卡
什维利任期已于20日到期。萨卡什维
利2003年在西方支持下通过“玫瑰革
命”上台，2008年连任。格今年总统
选举定于 10月举行。
IMF前总裁卡恩向性侵案女服务员支
付95万英镑

国际货币基金会前总裁卡恩与性
侵案女服务员迪亚洛达成协议，卡恩
支付95万英镑，迪亚洛停止诉讼。迪
亚洛拿出32万支付诉讼及律师费，自
得63万。2011年5月，迪亚洛指控卡恩
性侵，卡恩不得不辞去IMF总裁职务
并丧失竞选法国总统机会。 
南非最大艾滋病医院将关闭

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麦克康德
艾滋病医院将于3月31日关闭。关闭的
原因是省政府不再向医院 提供补贴，
医院负担不起继续营运成本，医院的
病人将被转到德班市其他政府资助的
医院接受治疗。麦克康德是南非最大
艾滋病医院，有病床140张、医护人员 
400名。 
北约停止向阿富汗监狱移送犯人

在联合国报告称阿富汗监狱存在
虐待犯人的情况后，驻阿北约部队已
停止向一些阿富汗监狱移交犯人，并
要求阿方调查一个获得美国支持的准
军事警方部队虐俘传闻。联合国报告
2011年首次提出阿富汗监狱存在人权
问题，这曾使北约部队数月内停止向
监狱移送犯人。 
担心要给避孕建议 德国天主教医院拒
收强奸受害者

英国每日电讯报1月20日报道，对
一名25岁强奸受害者进行治疗的急症
医生称，由于担心要向受害者提供避
孕建议，两家德国天主教医院 拒绝收
治这名女性。这名医生质疑称，多次
拒绝治疗对已经受到伤害的人不符合
道德，他认为这些天主教医院仍活在
中世纪。 

（本报记者李占举编辑整理）

本报综合：安倍晋三就任首相才
半个多月，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
振兴举措，支持率出现上升趋势。据
日本新闻网1月14日消息，最新民调显
示，半数以上的日本国民支持安倍增
加军费扩军。消息称，这显示钓鱼岛
防卫问题让日本国民意识到有必要增
强自卫队力量，以对抗中国。

日本《读卖新闻》最新舆论调查
称，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已经比刚成立
时的65%(12月26日-27日)，上升了3个
百分点，达到68%。不支持率也从27%
跌至24%。结果显示，支持安倍“缓和
金融，扩大投资”政策的比例达到66%
。支持安倍增加军费扩大自卫队力量
的比例为54%，反对比例为36%。《读
卖新闻》分析称，这显示，钓鱼岛的
防卫问题已经让日本国民认为有必要
增强自卫队的力量，以便可以“对抗
中国”。

委内瑞拉与美国或因缉毒合作改善关系

阿尔及利亚天然气田人质危机

日本人质目睹同事被打死
21日，日本媒体报道了一名日

本人质从武装分子手中死里逃生的经
过。这名未透露姓名的幸存者说，当
他亲眼看到两位同事在自己面前被绑
匪击毙时，他已经“做好准备领死
了”。

16日，这名未透露姓名的日本人
和同事一起乘坐大巴离开宿舍区。半
路上，车队突然遇袭，子弹如雨点般
打在车上，司机马上掉头，准备开回
宿舍。就在这时，大巴的一个车轮突
然脱落，车上的人马上下车向宿舍飞
奔。

这名日本人回到宿舍后反锁房门
并藏了起来。但不一会儿，房门就被
子弹打爆了，武装分子冲入后将他带
到一个房间。屋子里已经有了很多外
国人质。绑匪突然开枪，这名日本人

的两名同事倒在血泊中。“我已经准
备好去领死了。”他说。

绑匪把这名日本人和一名菲律
宾人质带到车上。没想到，车没走多
远，他们又遭遇了枪林弹雨。子弹打
穿了车的挡风玻璃，由于火力太密
集，绑匪放弃汽车四散而逃，这名日
本人趁乱躲到车下。天黑后，这名日
本人在沙漠中跋涉了一个多小时后遇
到阿军队获救。

军方开火不区分人质绑匪
一名侥幸逃生的阿尔及利亚工

作人员说，武装分子曾表明不会伤害
人质，但过了一阵子却说要杀光基督
徒。最终，这名工作人员和一批阿尔
及利亚同伴成功逃脱，“但在此之
前，我看到许多英国人被杀，一名西
方人想为他们进行急救，结果被恐怖
分子击毙。”

更惊险的是，当阿尔及利亚军
队赶到，他们居然不加区分向所有人
开火，令很多人遇害。“一名军方人
员透露，行动目标是不惜任何代价清
场，绝不考虑谈判余地。”

另一名获救的阿尔及利亚厨师
沙巴纳回忆道，武装分子曾经用枪威
胁一名英国人质，要他以英语诱骗
其他外国人离开藏身位置。“他们
威胁他，让他用英语叫出其他人。那
名人质只好说：‘出来，出来，他们
不会杀你，他们只是杀美国人。’然
而几分钟之后，武装分子就把他枪杀
了。”

人质解救为何如此失败
一些分析人士还认为，阿尔及利

亚军方处理人质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要
归因于历史原因。

经过多年战争，民族情绪强烈的
阿尔及利亚在1962年从法国独立。在
上世纪90年代与极端伊斯兰分子的冲
突中，全国有2万人丧生。

英国前情报高级官员、反恐专家
尼格尔·伊科斯特说：“阿尔及利亚
人对主权非常在意。他们不会考虑或
者接受外来者的任何援助和建议。”

正是这种背景使阿尔及利亚军方
养成了“先射击再交谈”的思维，再
加上缺乏解救人质的精良武器装备，
这种结果不难预料。对于阿尔及利亚
的“固执”，美国反恐专家乔纳森·
舒尔茨说：阿尔及利亚军队经常是圣
战者攻击的对象，但却应对乏术。

在每一次人质事件后，都会产生
阴谋论的说法，此次也不例外，有分
析称阿尔及利亚对劫匪发动令人吃惊
的行动，或许是出于某种战略考虑。

英国国王学院国际中心高级研究
员谢拉茨·马赫尔表示，阿尔及利亚
很可能一方面利用人质事件向外界展
示其独立性。另一方面，采取强力行
动向恐怖分子传递信号，即在任何时
候都可以干掉他们。

阿尔及利亚人质事件表明恐怖分
子能力增强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阿尔及
利亚官员描述，这是一个管理有序且

全副武装的激进分子组织，他们曾事
先收集了有关这处庞大天然气设施的
情报，包括设施的建筑布局和外籍员
工等信息。这些袭击者控制着一个有
导弹、炸药和枪支的军械库。武器专
家说，这些武器似乎盗自利比亚的军
械储备。他们很轻易地控制了这处天
然气设施，劫持了人质，并在阿尔及
利亚试图通过武力将其逐出该设施、
营救人质的情况下，负隅顽抗了四
天。

这些外籍遇难者来自多个国家，
其中既有美国得克萨斯州人，也有菲
律宾人。到目前为止，死亡人数最多
的是日本 。

人质劫持者来自利比亚
据阿尔及利亚军方最新消息，劫

持人质的伊斯兰激进武装人员来自利
比亚。此前，阿政府曾称，激进分子
莫克塔尔-贝尔莫克塔尔组织了这次袭
击。贝尔莫克塔尔曾 在阿富汗抗击苏
联入侵，最近与基地北非组织领导人
发生争执，现在领导着他自己的两个

团体。贝尔莫克塔尔被指控长期从事
绑架杀戮阿尔及利亚人和外国人。

为何天然气田里这么多外国人？
英阿米纳斯天然气田是挪威国家

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阿尔及利
亚国家石油公司联合开发的，另有一
家日本工程公司为其提供服务。该气
田在阿尔及尔东南1300公里，每年生
产90亿立方米天然气，占阿尔及利亚
天然气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强。

与马里有何联系？
根据媒体报道，人质劫持者提出

了一系列要求。他们称，此次攻击天
然气田是对法国在马里采取行动的报
复，是对阿尔及利亚允许法国使用其
领空的报 复。他们还指控阿尔及利亚
向马里难民关闭边境，要求释放被关
押在在阿尔及利亚监狱的伊斯兰激进
分子。索要赎金也可能是动机之一，
贝尔莫克塔尔据说过去曾靠 劫持人质
获得数百万美元。

本报综合

自称“血盟军”的武装组织16
日袭击了阿尔及利亚东部沙漠深
处的英国石油公司天然气田，劫持
了10个国家的数百名人质要求法国
等停止打击马里伊斯兰叛军。阿尔
及利亚总理塞拉尔21日在新闻发布
会称，有38名外国人质和一名阿尔
及利亚人质死亡，死者大部分是头
部中弹，另外还有5名人质下落不
明，7个尸体还在验证身份。劫持
人质的32名伊斯兰好战分子，其中
29人遭击毙，3人被捕。

19日，
极端组
织向媒
体提供
的视频
短片显
示，人
质在武
装分子
的威胁
下跪在
地上。

本报综合：据日本《外交学者》
杂志报道，不同于早先民用飞机、巡
逻船或渔船的摩擦，中日两国10日首
次在东海对抗中派出军机。这是一个
严重的事态，而且是一个不祥之兆，
除非有第三国能够出面说服中日两国
做出退让。

日媒引用地缘政治顾问公司欧
亚集团的创始人兼总裁伊恩·布雷默
的话说：“在我看来，2013年爆发中
日冲突的危险是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紧
张事件，目前这种危险未受到充分重
视，我们将对此密切关注。”即使在
中日此次冲突升级之前，已经有许多
人在警告中日争端将变得更加危险。

香港《南华》早报1月12日援引观
察你人士的话称，中国向钓鱼岛派遣
军事的作法十分罕见，中日双方紧张
局势已经升级。军事专家黄东称：中
日两国 军机对峙可能导致出现军事冲

突。中日
两 国 都
发现自己
难 以 让
步，尤其
是在中国
把安倍视
为鹰派和
强势领导
人时。如
果继续保
持这种态
势，两国
发生交火
是有可能的。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中日两
国的新任领导人被认为可能比前任更
强硬，中日一直在给对方施加更大的
压力。
（图为日举行空降训练目标直指钓鱼岛）

中日军机对抗是不祥之兆 可能发生交火过半日本人支持扩军对抗中国

本报综合：路透社文章称，委
内瑞拉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罗伊·查
德顿称，委内瑞拉政府正在打算同美
国改善关系。两国曾经就寻求共同点
做过努力。尽管两国在言语上相互攻
讦，但都在严肃谨慎地做一些能改善
两国关系的努力。两国可以在合作打
击毒品问题上恢复合作，以此为契机
开启两国关系改善的大门。在处理两
国关系问题上，实用主义应占上风。
以下是文章全文：

委内瑞拉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
罗伊·查德顿称，委内瑞拉政府打算
改善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不仅如此，
委内瑞拉政府正考虑让美国缉毒特工
重返委内瑞拉的建议。八年前，查韦
斯总统将美国缉毒特工赶出了委内瑞
拉。

一个多月前，查韦斯在古巴做了
癌症手术。从那时起，查韦斯就再未
发声。因此，委内瑞拉政府在他缺席
情况下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被仔细遴
选，作为委内瑞拉在后查韦斯时代可

能展现面貌的线索。
“Telesur”是查韦斯创建的一个

电视网，目的是为抵御西方媒体的影
响。委内瑞拉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罗
伊·查德顿在接受“Telesur”采访时
说，美国-委内瑞拉关系“不热，不
冷，零度。”但他还说，两国为找到
共同点做过努力。

他在19日晚些时候说，“两国正
在以非常严肃、非常谨慎的态度做一
些事情。”“对那些与我们观点不同
的政府，我们并不必然要与它们保持
糟糕的关系……我希望实用主义在这
一点上能占据上风，我们要达到公平
的互利。”

查韦斯现年58岁，于2012年12
月11日在哈瓦那做了手术。这是他在
短短18个月内做的第四次手术，手术
引起并发症。有很多委内瑞拉人怀
疑，查韦斯或许正在走向生命尽头。
查韦斯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执政
14年。在此期间，他对美国展开了激
烈的抨击，这帮助他成为世界上最著

名、最有争议的领导人之一。
2005年，查韦斯指控美国缉毒局

特工从事间谍活动，然后以一种典型
的抓媒体头条的举动，停止了与美国
缉毒局的合作。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
有着漫长的边界，且这条边界很大程
度上未受到监控。在哥伦比亚的可卡
因运往消费国的道路上，委内瑞拉已
成为转运点。

以毒枭为共同目标
在被问及美国缉毒局特工有无

可能重返委内瑞拉问题上，查德顿
证实，目前正在讨论这一问题。他
说，“这是美国的很多愿望之一，
并且这是一个建议。”委内瑞拉政府
称，曾经投入大量资金与毒品做斗
争。还指出，委政府向哥伦比亚和美
国引渡了被明确指控的毒枭。此外，
还参加了联合行动。2012年9 月，委内
瑞拉军方在边境附近采取突袭行动，
抓获了哥伦比亚顶级毒枭丹尼尔·巴
雷拉。


